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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青少年“拔节孕穗期”的灌溉者
——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寨桥小学特色文化课程建设

行知文化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教育要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
教，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着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秉
承“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办学理
念，着力推进培养行知师生，促进学
校行知特色的形成与发展。

培育行知少年：坚持德育为先、

育人为本，以文明行为养成教育为重
点内容，以在生活中体验、在实践中
锻炼、在行动中内化为主要途径，着
力实施德育，培养具有“强健体魄、
美好心灵、智慧头脑、灵巧双手”的
行知少年。

建设行知教师：通过师德师风建
设、加强校本培训力度、加强常规教
研活动，培养“五级梯队”教师，建
设了一支“有博大教育情怀、有高尚
道德情操、有丰厚专业素养、有较强
科研能力”的“行知教师”队伍。

学校践行“知行合一”的校训，
努力提升学校内涵，积极推进课程改
革，取得了较好的办学业绩：2017 年
和 2018 年，在常州武进区素质教育质
量评估中，学校获得三等奖；《基于陶
行知教育思想构建行知课堂的研究》
获武进区教科研评比一等奖等。

农耕课程
为孩子耕耘成长的“阡陌”

寨桥地处滆湖之畔，当地蓬勃发
展的农副业是学校特有的课程资源，
据此，学校在践行“行知文化”的课
程理念中，积极构建开发农耕文化课
程的“1+2+3+4”实施体系，帮助学
生逐步形成适应自身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1” 指 一 门 课 程 ， 即 “ 农 耕 文
化”校本课程。主要分为农业知识、
农时家事和农耕风俗这三个板块，让
学生了解农具的演变、节气与农业生
产的关系，以及一些传统的民俗节日
等。学校安排每周或每两周一课时，
并在中年级实施。首先，开展重在实
践体验的农耕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其
次，在数学、艺术、体育等学科教学

中渗透农耕文化教育。例如；在数学
课上传授如何用传统的方法计算田亩
面积与粮食产量等；结合美术课进行
古代农器具绘画创作；在体育课上感
受家乡传统游戏项目等。

“2” 指 着 力 建 设 校 内 的 “ 稼 穑
园”与“种植园”两大场馆：“稼穑
园”为学生提供了解乡土风情、农耕
文化，开展学习体验和实践探索的园
地，主要包括实物陈列、图片介绍、
媒体课堂、特色厨房四大区域，实物
部分精选展品，陈列了渔船、水车、
石磨等水乡传统农具以及蚕豆、黄
豆、豇豆等各类作物种子，图片介绍
包括二十四节气文化宣传图片、传统
儿童游戏图解、寨桥当地民俗简介
等，媒体课堂设有多媒体教学系统，
特色厨房提供了电磁炉、八仙桌等学
生动手操作的设施设备。“种植园”则
开辟一块学生种植园地，让学生结合
时令种植本土的一些农作物，并鼓励
学生观察研究，了解本土农作物的基
本特征，以及病虫害防治等，为学生
提供实践探究的场所。

“3” 指 结 合 学 生 的 年 龄 特 征 和
“农耕文化”课程内容，每学期组织开

展农耕文化艺术活动、农时劳动实践

活动以及农村农业考察活动这三大主
题活动：根据一、二年级学生好玩、
好动的特点，组织学生进行劳动的体
验，感受劳作的辛苦；根据三、四年
级学生乐于探究的特点，组织学生种
植农植物并参加丰收庆典活动，体验
植物生命的历程；根据五、六年级学
生善于思考的特点，组织学生开展农
耕活动的调查，掌握简单科学研究的
方法。

“4”指的是“农耕文化”这一课
程主要分为农业知识 （农业历史、农
业生产等基本知识）、农时农事 （二十
四节气和耕地、施肥等农业生产活
动）、农耕风俗 （传统民俗节日和文化
项目等）、农耕文学 （农耕谚语解读、
农耕散文赏析等）、农耕艺术 （与农耕
相关的摄影、剪纸和绘画等） 五大单
元教学内容。

“农耕文化”课程引领学生走向农
村、了解民俗民风，在扩展知识视
野、培育乡村情感、提升综合素养的
同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利用地
方资源开发实施农耕文化课程的研
究”项目被列入“武进区基础教育学
校品质提升建设项目暨前瞻性教学改
革实验”项目。

愈久弥新
特色文化缔造教育魅力

全 校 师 生 在 行 知 路 上 ， 一 路 践
行，一路思索；在“农耕文化”课程
的实践中渐行渐知，收获了累累硕
果：学校先后创建成为常州市节水型
学校、江苏省档案工作三星级单位、
武进区体育特色学校，获得江苏省科
技教育先进学校、“江苏省少先队小干
部培训试点基地”、常州市依法治校先
进单位、武进区中小学教科研工作先进
集体、武进区档案工作先进单位、武进
区文明单位、武进区少先队基础建设五
星级单位、武进区卫生工作先进单位、
区素质教育质量评估三等奖等荣誉。

全国教育大会指出，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并强调要努力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强调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
实机制。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寨桥小
学以此作为发展素质教育的指南，以
农人俯身的姿态，以深入现场的田野
精神，做真教育，真做教育。

（黄 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农耕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
几千年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所体现的“应时、取宜、守则、和
谐”的哲学精髓，是中国优秀文化的“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寨桥小学汲取养分，并把它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应时”，即把握孩
子不同成长阶段的关键期，适时播洒阳光雨露；“取宜”，即根据孩
子的个性和潜质，因材施教，给予更适宜的教育方式；“守则”，即
尊重教育规律，不可揠苗助长，也不可错过更佳成长期；“和谐”，
即校园、师生力求达到幸福圆融的生命状态。学校成功打造了“行
知文化”的校园文化品牌，以农耕文化课程为桨，走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教育实践之路。

专业铸才通识育人 “全才”之思行“全人”之道
——浙江财经大学“三三制”人文通识教育探索与实践

2019 年 3 月至 5 月，浙江财经大学的人文通识课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开启了学
校历史上较大规模的写作计划——“现代文学名家传”项目，吸引了来自全校各专业 235 名
学生，产生了 24 个剧本。课程教师吴智斌看着堆积如山的剧本作业，忍不住内心的喜悦：

“这次剧本写作计划涉及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钱钟书、杨绛、张爱玲、金岳霖等现代文学
著名作家传记，学生们对作业的投入程度以及对这些作家的理解深度让我惊讶。”按照写作计
划，优秀剧本将成为学生演出的剧本库，最终打造成话剧节目。剧本 《徐志摩·三段情》 的
主创人、2016级会计专业精益班的大三学生郭维霞一想到自己的作品将有可能成为校话剧社
的保留节目就兴奋不已：“虽然这个剧本还需要改进，但让我像一个真正的文学编剧那样去创
作，这种感觉真是太有意思啦！”

多年来，浙江财经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在通识教育目标和理念上始终一脉相
承，与时俱进持续开展人文通识教育改革，探索“三三”育人路径实践，如今，由阅读、欣
赏、沟通、表演等人文通识教育所铸就的别样情怀，已成为财大学子不可或缺的大学体验。

近年来，浙江财经大学在打造一
流本科教育过程中，稳步推进通识教
育课程体系建立。校党委书记李金昌
教授高度重视通识教育，亲自主讲
通识教育课程，多次强调不仅要使
学生学会做事，更要培养有魂、有
魄 的 人 才 。 学 校 各 个 层 面 齐 抓 共
管，凝聚共识，狠抓制度建设与管
理落实。

为总结通识教育探索经验，提升
通识教育认知，学校举办通识教育高
峰论坛。论坛上，校长兼学校通识教
育指导委员会主任钟晓敏教授指出，
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通之道定
位于“全才”型人才的培养，特别强
调通过人文通识教育来完善、柔和与
滋养学校的专业教育，使培养的学生

达到知识结构上的博雅与通达、能力
结构上的融通与理智、道德结构上的
和谐与完善。

学校成立通识教育指导委员会，
由校长亲自兼任主任，通识教育中心
与教务部门互相协作，制定通识教育
课程规划和课程建设标准，组织通识
学术沙龙及通识类学科竞赛，组织编
写核心通识教材等。随着“财经特色
的通识教育体系构建研究”等省、校
级教改课题立项，以及 《大学生人文
通识能力建构的顶层设计——基于浙
江财经大学人文通识核心课程建设的
探索》 等研究成果的完成，学校确立
了通识、专业、创新创业三者合力共
育通专结合人才的教育理念，并逐渐
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三三制”人

文通识育人路径。
“三三制”是确立人文通识教育

的“三大方向”，即以“文字、文
学、文化”为层级，架构人文通识教
育体系的基石；建设“三类课程”，
即通识核心课、一般通识课、通识周
边课，构建立体化人文通识课程体系
落实能力培养目标；通过“三个环
节”，即课堂教学、课外实践、社会
服务，拓宽以“文”化人的路径以实
现通识教育路径，最终达成“一个话
筒”（口头）、“一支笔”（笔头）、“一
席书”（案头） 的“三个一”能力目
标。这一育人路径的成果形态，是以

“读、写、说”三种核心能力为旨
归，重视以文化人，最终达成专业铸
才、通识育人的人文通识教育目标。

【机制】共识·制度·管理
齐抓共管 建立通专融合的有效机制

优秀教育理念的达成，得益于高
水平师资队伍与高水准育人平台的建
立。随着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
等本科专业及 5 个中文一级学科硕士
点的专业培养平台的建立，以“学
科、师资、平台”三位一体的人文通
识教育支撑体系形成，打造贯彻人文
通识教育的强大队伍。如今围绕着人
文通识教育的目标，学校打造了中国
语言文学一流省级学科 （B 类） 平
台，构建了一支专家引领的高质量师
资队伍。

站在人文通识教育一线的专家学
者型教师队伍，有书法专家、美术学
科带头人、语言文字专家、省中青年
学科带头人，以及分别拥有古代文
学、现代文学、传统戏曲、教育教学

研究等多门学科背景的骨干力量,主
持国家级别项目 17 项、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相关专著、教材 30 余部，
在国家教育部门、中国文联、省教育
部门、省高教协会等主办的活动中获
得奖项 10 余项，并在省、校级等各
类教学竞赛中取得佳绩。

人文通识课程教师团队早已经跨
越学院、跨越专业成为各专业学子的
黏合剂，他们将自己多年的教研教学
经验反哺于通识教育，并致力于探索
培养“全人”的通识教育路径。从课
程内容到形式都追求适应通识需要的
创新，增强通识课程的能力含金量，
很多人文通识课程的课堂甚至延伸到
了教室外⋯⋯

“我们的书法课很有意思，收获

很大！”2018 级大数据专业傅喆同学
说，“黄老师课后还带我们去临安的

‘书法村’上田村做调研，还给村里
编制发展规划、提供产业咨询。”现
在，上田村已经发展成为浙江美丽乡
村的样板。担任书法课程教师的，正
是学校党委副书记黄建新教授。

自 1992 年起，黄建新先后开设了
“实用书法”“书法理论与技巧”等一系

列人文通识课程。除了常规上课，书
法通识课还与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应用
等课题结合，师生一起为近 10 个“浙
江书法村”、省内外多个书画小镇提供
规划、咨询服务，此外，成立中国书法
产业研究院、举办中国书法产业高峰
论坛⋯⋯学校人文通识教育的社会影
响力在更高层面上得以呈现。

【支撑】学科·师资·平台
保障有力 打造通识育人的坚厚基石

通识教育课程分为科学精神与技
术进步、人文素养与审美艺术、社会
认知与国际视野、管理智慧与创新创
业四个板块。其中人文素养与审美艺
术板块涵盖了人文通识教育课程的主
体部分，内容涉及法律、经济、宗教
等方面知识，有中国文化内容，也有
英美文化赏析和中外文化对比等。

通识教育中心主任、人文与传播
学院院长何华珍说，这个立体化的人
文通识课程体系，包含了校通识核心
课程 2 门，一般通识课程 22 门，通识
周边课程 50 余门。除了精心设计课
程、严格学业管理外，学校扩建人文
通识类线上课程、探索暑期海外高校
合作研学项目，同时将课堂知识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全面拓展学生的视
野，锤炼学生的格局，夯实学生的
读、写、讲等通识核心能力。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
学校人文通识“六大”品牌：通识大
讲堂、“学涯湖”文化沙龙、“学涯

杯”书法大赛、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思韵》专刊、传统文化推广月等。学
生先后 260 余次获全国、省书法大赛奖
项，获省大学生口语竞赛、大学生中华
经典诵读竞赛、挑战杯科技竞赛及全
国大学生汉语创意写作大赛等奖项，
114 名学生的书画作品入选国际展。

为将人文通识教育融通于专业教
育之中，采取实践性更强的课程教学
模式也成为人文通识课堂的新常态。
刚刚过去的毕业季，2019 届财务管理
专业林淑颖、赵梦霞同学和财税专业
陈银芸同学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毕业礼
物：她们的“戏友”学弟学妹，收集
她们扮演过的各种角色剧照，剪辑成
一个个精美视频，集合成了一份独特
的惜别篇章。2019 年 5 月，这些学生
跨越年级和专业，合力完成全本越剧
文武大戏 《追鱼》 的演出，博得满堂
惊叹和掌声。

课程、品牌、实践三者合力的教学
模式，使学校的人文通识课程深受学

生欢迎。为落实“三个一”能力目标而
精心打造的人文通识核心课程“沟通
与写作”“中外文学经典研读”，严格实
行小班化教学。这两门核心通识课程
除了重视经典文本阅读，更强调学生
沟通表达的能力培养，每名学生都必
须完成“沟通场景”“演讲实践”“无人
领导小组面试”等实践活动。

学校人文通识教育课程提出的针
对学生“笔头、口头、案头”三方面
的能力目标，被融汇在各门通识课程
的活动中，过去专注于会计、金融、
财税、经济等与人文学科泾渭分明专
业学习的学生们，正在进行自己跃跃
欲试的创作、参加自己兴致盎然的沙
龙，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的知识视野
不一样了，“发现了一个非专业化的
立体自我”“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整体
性的人文认知”“第一次发现了汉字
原来如此之美”⋯⋯学生们在各种人
文通识课程评价系统里留下了自己的
真切感受。

【措施】课程·品牌·实践
多举并措 探索知行合一的教学路径

作为理念的通识教育是抽象的，
作为实践的通识教育则是具体的。学
生刘星宝、季珍瑶分别牵头申报的“基
于数据挖掘的乡村振兴战略下‘浙江
书法村’的评价体系构建”“二十一世
纪浙江省高校戏曲社团发展状况的调
查与研究”项目，获得了 2019 年浙江省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创新创业孵
化类项目立项；学生刘星宝的论文《衢
州市“浙江书法村”发展现状及对策初
探》入选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浙
西书法研讨会；6 月，获得“浙江省第二
届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一等奖
的 2018 级中美市营学子季彦彤，坦言
在选修的“沟通与写作”人文通识核心

课程课堂上获得的演讲、写作与表达
等能力助益了自己的获奖⋯⋯

据统计，在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
过程中，学生在国家级别和省级各类
竞赛中的获奖人数明显逐年增长。如
2015 年和 2016 年,在人文通识课程教
师王怀榕的带领下，多名非人文类专
业的学生，在浙江省大学生汉语口语
竞赛中连连斩获一、二、三等奖。这
些人文通识类学科竞赛为学生开辟了
自我锻炼、课外成才、走向社会的重
要渠道。

课程团队教师纷纷在海外筹建中
国学校，推广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东南亚汉字文化研究，致力于汉

语言文字文化的国际传播，师生多次
在新加坡、美国、泰国、法国、哈萨
克斯坦讲学并举办书画展览等，近
日，又在筹办日本书画展，影响力远
播异国他乡。

在“双一流”建设大潮中，通识教
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热点，从理论到
实践都有待继续探索与创新。浙江财
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黄建新教授表示：

“学校将继续强化‘全人教育’的理念，
更深入地探索融通人文通识与专业教
育、跨越专门化人才培养屏障的通识
教育之道，培养真正具有‘三个一’能
力素质、通专结合的优秀浙财学子。”

（毋 丹 吴智斌）

【成效】能力·项目·奖项
教学相长 培育德才兼备的博雅人才

浙财学生赴法国开展文化交流浙财学生赴法国开展文化交流 推广中国书法推广中国书法浙财学生排演越剧全本大戏浙财学生排演越剧全本大戏《《追鱼追鱼》》


